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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邏輯的問題何以是存有的問題 
 

海德格如何批判傳統邏輯概念？如何藉由陳述結構的現象學回溯使邏輯問

題回歸於存有問題？海德格的論述過程可分成兩個部分加以討論，其一：以上述

兩個問題的討論為線索，處理萊布尼茨判斷理論(Leibniz’s doctrine of judgement)

的困難，尋獲邏輯的形上學根據，並說明邏輯和存有問題之間的關聯，涉及如何

將「形式邏輯」(formal logics)回歸於「哲學邏輯」(philosophical logics)，後者使

邏輯真正的歷史得以顯露26。海德格從傳統邏輯概念的拆解中找出邏輯的中心論

題及其前提：判斷活動呈現出意識和對象之間意向性關係，由此得出意向結構的

可能性在於「存有的領會」，涉及真理的本質和根據問題之關聯；若存有的領會

使原初地超越可能，那麼超越即此有的存在結構，又超越的可能在於時間性。另

一進路則是從古希臘至今對於 logos 之討論著手。筆者試圖結合上述兩種進路以

說明根據的本質與邏輯之間的關聯。 

依據海德格論述的習慣，為了解釋此有和 logos 之間的關係本質，我們必須

先處理此有的本質意義為何以及 logos 的本質為何？最後，再根據所得出的此有

以及 logos 的本質意涵，說明兩者之間的關係。在探究此有為何的問題時，必須

保持著探究 logos 意涵的眼光，換言之，我們必須同時處理此有和語言的本質問

題，並且時時刻刻以存有問題為最終的指導原則，指示我們處理此問題的每一步

驟27。 

關於 logos 概念的闡明，海德格循著兩種理路進行，其一是從 logos 的邏輯

意涵開始，進行概念發展的回溯，另一是從 logos 的字源開啟其概念的演變，前

一理路具體展現於《邏輯的形上學基礎》一書，後一進路則呈現於《形上學導論》

之中，此外，在《論潛能的本質與實現》(Aristotle’s Metaphysics Θ1-3 on the Essence 

and Actuality of Force)之中，才指出他對 logos 概念反思之後進一步的見解，海德

格指出亞里斯多德對於 logos 概念的多重意涵，是形上學問題的關鍵所在，筆者

認為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中對於用具世界的探討，深受亞里斯多德 logos 概

念的影響，並且將此有的生存結構深植於 logos 的根本意涵之中，若就寫作年代

而言，似乎和海德格思想發展的理路相矛盾？ 

海德格在《形上學導論》處理 logos 概念的發展時，提及了巴曼尼德思

(Parmenides)、赫拉特利圖(Heraclitus)以及柏拉圖(Plato)對於 logos 之闡述和影

響，但是他在闡述柏拉圖的理型之後，並沒有聚焦於亞里斯多德，而直接提出了

陳述概念的邏輯意義，闡述陳述、真理在柏拉圖 eidos 學說之後的轉變，筆者認

                                                 
26 MFL, p.5 
27 MFL,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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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提到陳述和「範疇」(category)學說，理所當然被視

為出自亞里斯多德的思想，海德格對於 logos 演變為陳述的細節，沒有進一步地

探究，對照海德格在不同著作中對 logos 在亞里斯多德思想中意義的解釋，或許

我們可以解釋海德格早年是以傳統形上學的觀點閱讀亞里斯多德，然而，當他越

深入探究存有意義時，越感到亞里斯多德思想中的 logos 之問題性，因此，他回

過頭來跳脫傳統邏輯的脈絡再一次檢視 logos 之意涵。 

此外在討論根據和真理之本質以及兩者之關聯時，海德格以亞里斯多德對原

因的闡述，一方面說明根據問題和超越(transcendence)問題之間的關聯，另一方

面以萊布尼茨的判斷理論為媒介，說明根據問題、真理以及存有問題之關聯28，

並且在《論潛能的本質與實現》(1931)以及＜論 physis 的本質與概念＞(1939)中，

深入探究亞里斯多德思想中的 logos 的多重意涵，加以釐清並重新詮釋以及發展

之，闡明陳述概念實為 logos 根本意涵的變形。 

關於 logos 的本質問題不能排除 logos 在邏輯科學之中的意義，後者是構成

logos 完整內涵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們將先探究傳統邏輯如何理解 logos，由此

反推邏輯概念的來源。傳統上所理解的「邏輯學」(logics)，是「研究 logos 的一

門學科」(the science of logos)，而 logos 具有「言說」(speach)的意思，特別是指

「陳述」(statement)、「述謂」(predication)的意義，亦即「述說某事物的某某」(saying 

something about something )，陳述決定某事物作為某某(determining something as 

something)，被稱為一種「規制性的思想」(determining thinking)，因此，邏輯亦

為一門「探究思想的學科」(the science of thinking)29，由上述對於邏輯的定義，

我們就能約略地標示出邏輯所牽涉之問題領域，陳述的對象、被陳述的內容、陳

述者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不過，在探究領域的劃分之前，我們就碰到了第一個

問題：在各種對陳述意義的不同解釋中，究竟有無指導性的意涵？ 

根據海德格對邏輯的歷史所作的論述，陳述來自於亞里斯多德對 logos 的解

釋，海德格將亞里斯多德的解釋整理為兩種涵義，分別是「一般意義的 logos」

(logos in general)，具「祁使」和「請求」意義的「言說」(discourse)，以及「句

法意義上的 logos」(logos apophantikos)，具「顯示」(showing)、「展示」(exhibiting)

功能的言談，亦即「陳述」(statement)、「命題」(proposition)，但不是「判斷」

(judgement)30，此即亞里斯多德在《論詮釋》(On Interpretation)，對於名詞和動

詞的討論，logos 可以是名詞也可以是動詞，只有在我們試圖將名詞和動詞連結

在一起時，logos 才會形成具「繫詞」(copula)意義的命題，產生具有真假問題的

                                                 
28 Heidegger, Martin(1969), The Essence of Reason, translated by Terrence Malick,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以下簡稱 ER, pp.5-21 
29 MFL, Introduction 
30 BPP, pp.180-181 



 15

陳述，並發展為「關係」(relation)之意涵。海德格認為亞里斯多德所理解的 logos

本身並不僅僅等同於判斷，而是同時包含上述幾種不同的意義。然而，logos 的

主要意涵卻逐漸偏向判斷理論，其原因何在？ 

海德格認為亞里斯多德對於 logos 的解釋確實涉及了「概念」(concept)、「判

斷」和「推論」(induction)三種意涵，但是亞里斯多德的原意並不在於發展 logos

為ㄧ門獨立的學科，是士林哲學對於亞里斯多德哲學的發展所導致的結果，此外

亞里斯多德《論詮釋》一書相當難懂，因此對於此書不同的翻譯和解釋，使我們

不容易掌握亞里斯多德的原意，這也指出論題本身的困難性。究竟《論詮釋》中

有沒有「判斷」這樣的字眼？海德格在《邏輯的形上學基礎》中似乎認為這個用

語是出現在波修斯(Boethius)對《論詮釋》的翻譯中31。 

當 logos 作為一種顯示性的陳述時，表現為命題形式：「S is P」，logos 被解

釋為繫詞，即此命題形式中的「is」，任何陳述皆可以產生真或假的判斷，在傳

統邏輯的脈絡中，此命題形式為判定真理的依據，自此命題的構成要素，成為代

表兩個獨立存有者的符號：「主詞」(subjection)以及「謂詞」 (predication)，當兩

者一致時陳述為真，反之則為錯誤的陳述。logos 據此而被解釋為「判斷」

(judgement)，成為對於兩概念之關係的表象，主詞和謂詞之關係表現為：謂詞作

為陳述的內容是被陳述的東西之符號(sign)，一如亞里斯多德所言：「謂詞總是被

陳述的東西(作為基礎的東西)之符號」32。被陳述的東西必須包含於主詞。海德

格認為萊布尼茨以傳統形上學的觀點，將亞里斯多德思想中的 logos 確立為判斷

理論，主張充足理由原理是真理的產物，並以主詞和謂詞之間的等同為真理的本

質，進而以之解釋陳述的真理，logos 發展為一門以判斷理論為中心的邏輯學，「多

虧了萊不尼茨，根據的問題得以和充足理由原理關聯起來」33。 

在萊布尼茨的判斷理論中，真理即主詞和謂詞之間的等同，這意味著用來規

定存有者的所有可能命題，都可在概念上化約為這種同一的關係，謂詞歸屬於主

詞，主詞和謂詞融貫一致，相互歸屬的東西之雜多性必須訴諸某種具規制作用的

東西才能獲得統一，萊布尼茨以實體的「單子」結構為促成統一的因素，行文至

此，海德格在存有者的單子結構中尋獲判斷理論以及真理的同一論之形上學基

礎。海德格認為萊布尼茨並未充分解釋其判斷理論，因為由多義的主詞和實體概

念只能構成含糊的判斷理論，不過他肯定了判斷理論中所指出的重要論題：主詞

概念的多重意涵及其與實體的關係，判斷理論必須從真理本質的問題尋求立基

點：  

「邏輯的任務在於闡明真理的本質，而此任務只有在將真理的本質作為一種

                                                 
31 MFL, pp.22-24 
32 MFL, pp.22-24 
33 ER,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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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上學、存有論時才得以實現，那麼，邏輯必須被設想為真理的形上學」34。 

由此可見，我們必須先理解何謂判斷理論、判斷理論如何形成以及判斷理論

的本質為何？我們才能釐清其問題性，「判斷是人類活動，作為與存有者有關的

判斷活動，「關於…的判斷」(judging about)本身就是和存有者有關的，我們稱

這種與存有者之關係為意向性(intentionality)。「關於…的判斷」本身就是一

種意向的活動35」。 

海德格指出此有和存有者之間有一種雙重的關係，首先是「知覺」

(perception)，其次則為判斷，也就是說，就判斷是人的意向活動的觀點而言，構

成判斷活動的要素包含下判斷的此有、被判斷的存有者，亦即判斷是由此有和存

有者之間的關係形成的，然而海德格認為這層關係並非此有和存有者之間直接的

關係，而是概念和存有者之間間接的關係，因此，還有一層更為原始的關係，即

此有對於存有者直接地知覺，亦即「直觀」(intuition)。知覺較諸判斷更為原初。

「判斷的意向關係本身是一種關係的關係」36。海德格舉例說道，我們並非先個

別知覺到黑和板而後才將兩者結合為黑板，對於黑板直接地知覺就是所謂的真，

因此，真理並不在於判斷層面上的真偽，將真理的問題置於判斷理論的層面上，

背離了真理本質的意涵。認識論所預設的主客關係，以及命題、判斷和真理之間

的關係本末倒置，是真理使一切關係和判斷成為可能，而非先陳述命題才斷定真

假。 

從亞里斯多德以命題解釋 logos 以來，判斷就被視為真理的工具，判斷成為

認識存有之根據37。透過對於傳統真理觀的批判，海德格認為將真理化約為意識

和對象之間的符應關係，並不能解釋真理的本質，真理的本質不在於命題，「真

理的本質雖然不在於判斷，但是我們可以透過判斷本質的探究而推測之」38。海

德格首先追問：「我們如何正確地解釋命題？命題如何向我們呈現自身？」根據

亞里斯多德的解釋，口語的表達是心理狀態的符號，而文字則是口語的符號，就

此而言，命題是判斷的文字化、口語化，因此，命題所呈現的東西，可以透過我

們對於語音、語詞、思想和表象之間的關係說明，亦即藉由對於思想及其對象之

間的相應關係解釋命題。然而，海德格認為這種說法並不能正確地解釋命題，我

們從這種解釋得不到任何探究真理本質的線索。他解釋道：當我們說出一命題

時，我們所理解的不是語音的表述，也不是符號，而是所陳述的存有者本身。「在

對事物的知覺之中、在呈現和思索事物之中，我們參與了陳述的實行。」39在陳

                                                 
34 MFL, pp.102-103 
35 MFL, pp.100-101 
36 MFL, p.101 
37 BPP, p.200 
38 MFL, p.123 
39 MFL, 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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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實現過程中，我們並非首先轉移到我們的靈魂之中，而後再將我們置入與所

陳述的存有者之關係中，毋寧說，我們總是已經處身於周遭圍繞著我們的存有者

之中，並非陳述造成陳述者和被陳述者之間的關係，而是後者使前者成為可能，

「只有在與 X相關聯的基礎上，才有可能作出關於 X的陳述。」40 

海德格認為傳統哲學視判斷活動的主客關係為理所當然的前提，太急於追問

意識與客體關係的可能基礎，而未澄清此關係本身為何以及構成此關係的存有者

本身為何41？對亞里斯多德而言，無論 logos 是作為陳述句或者作為祁使句，無

論是以聲音的方式或者是以文字的方式表達，logos 都是一種表示內心經驗的符

號，然而對於海德格而言，logos 源於對世界的領會，是可能性的實現。陳述的

結構基於存有的領會，真理的本質必須從後者求得。整個認識論歷史所賴以成立

的基礎是有問題的，問題在於後世對於亞里斯多德《論詮釋》的翻譯和不同的理

解上。海德格所強調的是 logos 作為顯示的意涵，所顯示的東西呈現為多，而所

領會的東西則為一，無論透過個別的存有者或者諸多存有者的探究之加總，都不

能夠等同於對於存有的領會，然而，我們對於多的理解之所以可能，卻是以一為

基礎，關於此關係之討論，誠屬繫詞和正確性之關係的問題，最終都得歸諸存有

和真理之關係的討論，據此，海德格為邏輯問題重新尋得穩固的基礎，立基於存

有問題之上。本章將以雙重進路探究海德格思想中，陳述結構與真理之本質關

聯，其一從陳述的真理與繫詞的關係來探究命題形式本身之來由，其二則通過現

象學進路展示陳述結構之本質。 

 

 

 

 

 

 

 

 

 

 

 

 

 
 
                                                 
40 MFL, p.126 
41 MFL, 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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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命題形式和真理之關係 

 

首先，我們的問題在於陳述的真理如何與陳述中作為繫詞出現的存有相關？

如何存有論地詮釋真理和繫詞之間的關係？邏輯所探討的繫詞如何歸諸於存有

論的問題？如果以判斷的同一原理為真理的判準，那麼繫詞所指涉之存有意義將

銷融於判斷的解釋，然而，海德格並不認為真理在於思想和對象之間的一致性，

為此，我們必須透過對於真理和命題形式之關係的探究，進一步獲得關於真理本

質的線索。海德格認為問題就出現在亞里斯多德對繫詞的解釋，關於 logos 和繫

詞之討論，即是在《論詮釋》中對於動詞的討論，根據海德格的解釋，當我們說

「走」(going)、「作」(making)等動詞時，這類的動詞可作為動名詞使用，並且

有所意指。然而我們使用動詞時，並沒有說是否真的有任何人在走動或做事，動

詞的確意有所指，但是它並不代表任何存在的東西，「是」 (is)、「不是」(is not)、

「存在」(to be)以及「不存在」(not to be)並不意指實際存在的事物，存有本身並

非存有者，就此而言，存有是「無」(nothing)，然而這些詞確實有所指示，它們

表示一種「綜合」(sythesis) 海德格認為這裡所說的綜合應被理解為「顯示」

(showing)，而非概念在思想中的結合與分離。換言之，除非已經有被結合的東西，

否則我們不能思考綜合，只要存有表示命題中的綜合之意，那麼，它就只有在我

們的思想中具有意義，此時，被解釋為繫詞意義的存有才表示某種關係本身42。 

海德格討論亞里斯多德對於動詞的解釋，以及陳述中繫詞的意義，說明判斷

作為思想的活動，有其更根本的來源，此來源指出了思想和存有之間更原初的關

係，正如他在《形上學導論》，也指出存有和思想的對立是傳統哲學用來理解存

有所預設的前提，邏輯作為一門思想的學科，之所以能夠形成正是由思想和存有

的區分所帶來的結果，因此，探究思想和存有之區分及其本質有助於我們釐清邏

輯的歷史及其根源43，思想和存有的區分所代表的主體和對象的對立是此有和存

有者之間一種衍生的關係，此關係終究必須歸諸更原始的關係才能形成，在《形

上學導論》中，海德格也針對巴曼尼德思所提出的「思想和存有的一致」(Thinking 

and being are the same)來反思存有和 logos 的分離問題，盼能重新獲得其統一的

現象。為解釋此原初的關係，我們首先必須撇開 logos 作為思想、理解以及理性

的意思，再來追問何謂 logos？關於 logos 的原初意涵及其與 physis 的本質關聯，

將在本論文的第四章處理之。 

亞里斯多德將 logos 區分為一般的語句以及具有真偽的命題，當我們陳述一

命題時，作為動詞(being) 的 logos 在此表示一種關係，它作為一種繫詞聯繫主詞

                                                 
42 BPP, pp.180-183 
43 IM, 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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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謂詞，只有在思想中，這種具真偽的判斷才存在，只有當我們設法將不同的詞

以動詞連結起來時，這個命題才具有判斷的性質，才能是真的，或是假的，「真

和假並不存在於事物而是存在於思想中」44。海德格強調繫詞指存有者的存有，

繫詞本身並非現存事物，然而，亞里斯多德這句話說的並不清楚，因而引發了一

連串的問題和解釋，繫詞究竟是什麼樣的存有？繫詞結合思想所思的東西，既然

不是外於思想的事物，那麼它就存在於主體了，只是這個主體該如何解釋？真理

既然不存在於任何現成存有者，那當然也不存在於此有的領會活動之中，那麼，

真理是存在於事物和此有之間嗎？ 

消極言之，「真理存在於思想中」，這句話指出了陳述作為一種意向性關係，

代表概念和存有者之間的關係，亦即判斷是思想和存有之分離的結果，此有和存

有者之間的關係並非意識和對象之間的關係，而是概念和存有者之間的關係，是

主客關係的關係，因此，判斷作為關係的關係，甚至比主客關係更不具本源性，

嚴格地說，並非判斷形成主客關係，而是先有此關係判斷才有可能。 

如果以理智解釋主體，那麼真理並不存在於理智中，就事物是被揭示的東西

而言，真理則存在於事物之中，真理既不現存於此事物也不存於思想，另一方面，

若視真理為「揭示活動」(disclosing)、為意向活動的規定內容，那麼，一方面可

說真理是存在於此有之中，另一方面也可說真理存在於主體和對象之間，如果我

們以原初的意涵來看主體和對象的話，真理的現象是交織於此有的生存的基本結

構之間，亦即真理根源於「此有的超越」(the transcendence of Dasein) 45。真理從

不像任何現存事物那般存在，而是「生存」(exist)，只要此有生存著，就有所謂

的「揭示狀態」(disclosedness)和揭示活動，「此有存在於真理中」(Dasein exists in 

truth)46，真理作為陳述所涉及的東西之無蔽狀態，是一種對於現成事物的存有之

可能的規定，也就是說揭示狀態不是對於某種現成事物的規定，不是一種現成事

物的屬性，而是屬於作為揭示活動的生存。海德格認為只要我們如此理解亞里斯

多德所說的話，就能夠証成「真理存在於思想中」這句話的有效性了47。 

據此，邏輯真正的對象不在於個別的存有者及其屬性，而是在於表象和概念

的連結，就這個意義而言，邏輯的對象是「無」(Nicht)，邏輯所思考的並非具體

對象的內容，而是思考對象的形式，此即「形式邏輯」(formal logics)之意涵，一

般稱之為思想的形式規則。海德格認為必須以哲學的觀點重新界定邏輯的意義，

使邏輯成為「哲學的邏輯」(philosophical logics)，正視邏輯的問題及意義並尋找

邏輯的形上學基礎。為此，首需問及何謂哲學的觀點，海德格以亞里斯多德在《形

                                                 
44 Aristotle (1997), The Metaphysics, translated by W.D.Ross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以下

簡稱 M, 1065a22-23 
45 BPP, pp.214-219 
46 BPP, p.216 
47 BPP, 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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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中對於第一哲學(探究存有者之為存有)的討論為依據，說明哲學的基本問

題是「存有」(Being)，此外，又在《存有與時間》反思存有問題時，描述人的生

存特質為存有的領會，說明存有問題與人的存在之間密切相關，如此說來，邏輯

作為哲學的邏輯，確實是以存有問題為核心，並且涉及人的問題，只要人生存著，

存有的問題就與之同在48，「邏輯的基本問題為人類生存根據的問題、自由的問

題」49。 

海德格認為真理確實存在於思想中(陳述作為此有的一種意向活動)，只不過

我們必須以「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來理解這個思想的主體，而非以內

在意識來理解這個主體，無論是自我、意識或是主體，對於海德格而言，有另一

番含意，這是理解海德格處理認識上主客問題的關鍵，意識結構有更根本的基

礎，亦即「存有的領會」，任何對於事物的揭示、他者的展開以及任何的命題、

判斷和陳述結構中，都蘊含著一種存有的領會，是存有的領會使上述諸活動成為

可能，此領會之所以最為優先，是由於我們只要深入上述現象的結構，就能夠發

現其可能性直接著落於我們的生存活動，是與此有的生存一起被賦予的。如果意

向結構源自於存有的領會，那麼，我們就必須釐清存有領會的意涵，本論文第二

章主要的論題即在於闡述意向性結構的可能性如何根植於存有的領會、何謂揭示

狀態以及事物如何處於被揭示的狀態呢？ 

結合上述真理存在於思想的說法，可見陳述結構的環節還可追溯到主體的意

識活動50，完整的陳述結構包含著陳述的內容，陳述者、所陳述的存有者及彼此

之關係，除了討論命題的形式之外，我們還可以追溯命題本身所隱含的意向性關

係追溯，以探尋陳述結構的根源，著眼於陳述者這個結構環節，陳述即此有的一

種活動，前文已指出陳述的真理不在於判斷，而是真理使陳述和判斷成為可能，

真理同時蘊含雙重結構：揭示狀態以及揭示活動51，一方面包含所揭示的事物之

存有，另一方面包含從事揭示活動的此有之生存。因此，如果沒有在世存有之主

體，就沒有真假可言，「僅當此有生存著，才有真理」52。海德格認為我們並不

需要預設永恆的真理，因為只有此有存在時，才有所謂的真理，任何真理所預設

的東西只是我們的生存，我們根本不需要預設一種超越的價值來指引我們判斷何

為真何為假53，海德格在這裡的討論已經為「時間」問題埋下伏筆，時間性是構

成真理的主要環節，也是海德格避免獨我論難題的關鍵，本論文將在第二章詳加

討論。 

                                                 
48 MFL, pp.15-18 
49 MFL, p.207 
50 MFL, p.207 
51 ER, p.21 
52 BPP, pp.219-220 
53 BPP, pp.2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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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所據以成立的基礎在於此有之生存特質-「已經緣於事物而存在」

(being-already-by-things)，此即海德格用來解決超越問題之線索。循著意向性關

係的步伐以探究真理的問題註定要失敗，因為，這種關係本身為何都還未經解

釋，此外構成此關係的關係項也還是含糊不明的。然而，海德格對於主客關係的

反思，顯然是從其中一個關係項-主體開始，不過，他徹底地將我們對於主體所

累積的任何概念都批判了一番，最後，賦予它一些極為陌生的解釋，並稱之為「此

有」(Dasein)、「在世存有」，我們首先看到的是融為一體的主體和對象，海德格

只是簡單的將彼此對立的兩個存有者結合，正如同傳統哲學之結合表象和事物一

般嗎？海德格以在世存有的生存特質之一，解釋這種先於對立的分離之統一現象

-「已經緣於事物而存在」。對於海德格而言，解釋的進路為，分別釐清兩個關係

項之意義，待兩者的本質意涵釐清後，兩者之關係自然顯露，因而他首先提出的

是關於此有的存有之問題，以此問題的釐清為起點，進而探究存有的問題，所謂

存有的問題，亦即認識的問題，亦即生為此有如何認識事物、自我、他人，以及

彼此之關係為何？無論分析的進路劃分地多麼細膩，這些個別的環節，總是保持

在一個整體的視域之中，這是我們閱讀海德格必須時時刻刻調整的基本態度。 

從巴曼尼德思以來直至胡塞爾，存有的問題發展為意向性的問題，發展為超

越的問題-主體如何超越意識的藩籬而達到對事物的理解。至此，關於邏輯、判

斷、真理的問題一路追溯到關於超越的問題，只是對於海德格而言，這裡所處理

的超越問題僅屬於「存在狀態的層面」(an ontic transcendence)54，尚未觸及存有

論上的超越現象。這表示，超越的問題，必須脫離主客關係的思路，才能獲得其

本質意涵。超越的問題並非關於意向性的問題，而是關於存有的問題。海德格認

為原初的超越基於在世存有，是原初的超越使意向性關係成為可能，而非意向性

關係構成超越。此外意向性關係又是基於存有的領會，如果原初的超越或即在世

存有使意向性關係成為可能，而後者又是基於存有的領會，那麼原初的超越和存

有的領會之間必定具有某種本質的關係，原初的超越即存有的領會，它們是統一

的現象，存有的領會則涉及了存有為何的問題，行文至此，海德格已經將邏輯、

判斷、真理、超越和形上學的基本問題-存有關聯起來55。 

 

 

 

 

 

 
                                                 
54 MFL, p.135 
55 MFL, pp.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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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象學地展示陳述結構的本質 

 
陳述作為此有的意向活動，其結構的本質為何？海德格先探究陳述的一般意

涵，透過對陳述現象的描述，追溯陳述結構的淵源，尋獲較陳述更為根本的現象

-「解釋」(interpretation)，繼而論述解釋基於存有的領會，最後將陳述結構的本

質歸諸存有的領會。海德格並不否認透過主詞-謂詞的關係以規定事物，只是他

強調還有比這種認識方式更本源的現象，我們必須在「前謂詞」(prepredication)56

的意義下解釋事物的存有。海德格藉由現象學進路展示陳述結構的本質，說明判

斷活動之可能性。海德格首先討論陳述的三種用法，分別為「顯示」(display)、「規

定」(determination)以及「傳達」(comunication)，陳述是一種「傳達地規定性顯

示」(communicatively determinant exhibition)，不過它最根本的結構環節為顯示，

在這個根本的意義上，陳述是「讓某物作為自身所是從其自身被看見」(letting 

something be seen as it is from itself)57，陳述之所以可能是由於有某種先行被揭示

的東西被給予，「在陳述之前並且為了陳述的緣故，陳述者本身已經朝向相關的

存有者而有所作為，並且領會了它們的存有58。」換言之，陳述作為解釋的一種

衍生樣式，還有比作為顯示的陳述更根本的東西，即先行被揭示的存有者，陳述

源自於事物的「敞開狀態」(openness)，而敞開狀態又根植於在世存有。對於主

客關係的解決，海德格所提出初步線索-「已經緣於事物而存有」，只是在世存有

的生存特質之一，我們必須再進一步地探討在世存有的其他生存論組建環節，並

且整體地掌握這些基本生存特徵，才能夠更清楚的掌握 logos 和存有問題之關聯。 

陳述只是 logos 的一種，亦即陳述只是表達所經驗的、領會的東西的諸方式

之一。海德格以鐵鎚為例具體說明陳述的原初意涵及其衍變。當我們說「這把鐵

鎚太重了」，我們首先聽見的不是這句話的意義，而是先遭遇了這把鐵鎚，也就

是說，最先得到顯示的是鐵鎚本身，而不是我們的思想對於鐵鎚的表象。其次，

當我們說「這把鐵鎚太重了」，我們是在對作為主詞的鐵鎚加以規定，不過，此

陳述所呈現的並不是用來規定鐵鎚的謂詞，而是鐵鎚本身，另一方面，賦予鐵鎚

規定的、作出陳述的不是人的思想而是「太重」本身，是「重」本身在說話而不

是人在說話，是我們領會存有者的某種特性而表達之59，此即海德格所說的「存

在狀態上的領會」(ontical understanding)。 

此外，海德格對於陳述的三個「前結構」(fore-structure)的討論-「前有」

                                                 
56 BT, p.149 
57 BPP, p.209 
58 BPP, pp.208-211 
59 BT, pp.15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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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having)、「前見」(fore-sight)以及「前概念」(fore-conception)，指出陳述結

構隱含著某些既與的東西，陳述是基於此有對於存有者的敞開狀有所領會。logos

作為解釋的意涵時，它原本並不是一種理論的陳述，而是一種「環視關切」

(circuspective concern)的活動，在此活動中先行被給予的是「及手存有者」(entities 

ready-to-hand)，一旦我們有所陳述，上述既予事物便轉變為「現成存有者」(entities 

present-at -hand)，解釋的「作為結構」(as-strrcture)至此變形，它不再描述事物的

如何存有，而是針對事物的某特質加以規定，此「作為結構」不再指向意蘊整體，

它從富含諸多可能性的意蘊整體中落為一種毫無差別的齊一性，至此 logos 從一

種「生存論-詮釋學的作為」(existential-hermeneutical as)變形為一種「句法意義

上的作為」(apophantical as)60。如果我們不揭開隱匿於陳述結構之「詮釋的作為」

(hermeneutic as)，那麼，很容易表面地將 logos 理解為一種判斷理論。海德格藉

由對解釋和領會的現象學描述，說明陳述結構的淵源，邏輯問題歸根究抵必須從

此有的生存論分析加以探究。 

若從語音的表述的觀點來討論陳述，我們仍可追溯其結構本質並非判斷理論

中表象的聯結，亦即，當我們聽到一陳述，我們並不是通過對此陳述內容所涉之

存有者的表象來判斷此陳述之真偽，而是知覺到(perceived)陳述所揭示之存有

者，亦即陳述所呈現的並非概念，或者我們對所陳述者的表象，而是被陳述的存

有者本身。由此可見，命題的真偽不在於所陳述的對象和陳述的內容之間的同

一，更不在於思想與其所表象的內容之同一，而是在於那個已經以某種方式被揭

示(discovered)的東西，而揭示之可能性在於存有的領會。 

當我們掌握事物的某種特性並且傳達給他人，我們通過一種限定的方式將一

些可能的東西具體化，從對於我們日常活動的觀察中，我們便可以發現我們的一

切活動都指向一個終極的目標-「存有」，這個目的指引著我們如何對待他人，如

何處理事物，如何成為自己，如此說來，存有是一種潛在的可能、不間斷地運動，

由於我們對於這個可能性的實現方式是有所選擇、並且有所決定的，因此，我們

行事和生存的根據立基於我們的自由地成其自身，所謂的超越，就是能夠時時刻

刻洞察自己的所作所為是牽連到周遭人事物的，在為了我的生存而有所活動的同

時，我也是為了他人的存有而存在，我存在的目的，無論如何都是受到對於他人

和事物在某個程度上的相互影響而成立的，我不能夠依靠理性的決定而自私地為

我自己的生存而忽視他人，我和他人甚至事物的存在是互相牽繫的，我所作的任

何決定，即使理智上不想影響到他人，仍然不得不已經影響到他人了，只要我們

生存著，我們就不得不為了存有而活動，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存在與否，當我們

發現時，已經存在於世，要能夠對於上述一切有所覺悟，必須訴諸一種全人類共

                                                 
60 BT, pp.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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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極限處境，那就是死亡，死亡，能夠讓我們從汲汲營營的生存活動中清醒過

來，讓我們洞視我們自身的處境以及週遭事物之所以如此運轉的原因，我以為自

己可以自由地決定和選擇，事實上我的舉動是處處受到牽制的，事實上，我是在

有限的自由當中實現我的可能性。 

在領會的投射中，存有者是在其可能性中被領會的，而在陳述活動，存有者

是因某種特徵而得到規定的，它已經因為我們選擇了某種可能性而失去了其他的

可能性，當存有者隨者此有的存有，亦即隨著此有對世界的領會而被揭示時，它

們便具有「意義」(meaning)，不過，被領會的東西並不是意義而是存有者，換

言之，被領會的東西是存有，照海德格的說法，存有的意義是在世存有。意義是

所領會的不確定的東西之確定，可以被說出和保存下來，海德格是在此意義上指

出：「只有此有才能是有意義的或無意義的」，就此而言，談論存有的意義並不代

表我們已經深入存有問題的探究61。 

綜上所述，陳述所衍生的對立關係還原為存有領會的前結構，說明陳述來自

於解釋(生存-詮釋的作為結構)，而後者則根源於存有領會的發展，因此，陳述即

在世存有之生存論環節之具體化，亦即，領會的前結構說明在世存有的生存論環

節之概念，而陳述則是此存有論概念的具體展現。事物的存有從陳述所規定的屬

性掙脫重獲其對可能性的領會之意涵。換言之，所領會的是及手存有者之存有，

所解釋的是及手存有者之存在可能性，而所陳述的則是現成存有者之屬性。本論

文將在第二章詳加討論存有領會的意涵。此外在陳述和解釋之前， 

還有一個較此二者更為根本的現象-「言談」(discourse)，關於語言的問題，筆者

將在本論文第四章處理。 

logos 自其發展為一門邏輯學開始，已經不再直接涉及存有的問題，而只處

理概念的形式，因此，海德格欲透過現象學的途徑找尋邏輯的形上學基礎，亦即

討論陳述的意向性結構實為了使邏輯的問題重新成為存有的問題而被提出，邏輯

作為研究 logos 的一門學科，本為探討存有者之存有本身為何的學科，難道存有

不就是這些概念所欲表達的東西嗎？如果存有既不是具體存在的事物，又不是概

念，那麼，存有為何？這個問題的提出令我們無所適從，這麼一來，海德格豈不

是把我們好不容易確定下來的一些思想的依據給破壞了，我們的思想又落入了五

里霧中。「何謂存有者之為存有者？」「何謂存有？」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一無所知。 

  

 

 

 

                                                 
61 BT, p.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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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邏輯問題歸諸於存有問題 

 
前文從命題形式的拆解，探詢陳述結構的本質，在此小節，我們將嘗試從邏 

輯的思考規則，亦即從邏輯所依據的原理，探究邏輯問題的形上學根源，此進路

訴諸一指標性的過渡-「根據」(ground)的問題，依據亞里斯多德在《後分析論》 

(Posterior Analytics A2, 71b9ff)、《形上學》(1028a 36ff; 1013 a17ff)以及《尼高馬

各倫理學》(Nicomachean Ethics)中對於 ratio 的解釋，提出了四種關於根據的解

釋：「本質」(essence)、「原因」(cause)、「論據」(argument)以及「意向性」(intention)62。

涉及對於事物存在原因的探討，事物如何存在？事物是否為真實的存在？如果將

上述問題複雜地關聯於人類的存在，便會產生事物和人類活動之間意向關係的問

題，海德格從亞里斯多德對 ratio 的解釋中，找出了根據問題和存有問題以及真

理問題之間的根本聯繫。 

若我們從萊布尼茨所提出的充足理由原理-「無物之存在是沒有原因的」

(Nothing is without reason)思考上述關係，我們也能在此原理中發現存有者之存有

與根據問題之關聯。探討事物存在的原因，就是探討事物賴以成為自身的根據何

在，存有是所有事物存在的根據，因此，進一步討論根據的形上學問題有助於釐

清邏輯和真理的問題，由此，邏輯論題之本質須通過根據本質的闡明以理解之
63。海德格認為唯有闡明了存有之本質才能證明充足理由原理的正當性，而存有

問題又是形上學的基本問題，由此，根據的原理歸諸於形上學的基本問題，根據

的中心論題誠屬形上學的基本問題，而後者則包含邏輯問題，亦即「真理的形上

學問題」(the metaphysics of truth)64。 

海德格更進一步指出亞里斯多德以原因和論據解釋根據，一方面涉及了人類

通過生產活動參與了存有者的生成，成為事物產生的原因之一，涉及從其他存有

者生產某存有者的「技術」(technē)問題。另一方面則指涉了「語言」(logos)的

概念，存在事物作為語言所涉之存有者、作為真理所揭示的東西而顯示自身。廣

義來說，logos 和 technē 都是存有者顯示自身的方式，然而，logos 和 technē 之所

以可能中就得歸諸於存有的領會，由此，海德格將邏輯之概念形式回歸到活生生

的生命層次，從生存活動中而非從命題形式中探究事物和人類活動之間的關係
65。 

在判斷理論所遵循的同一律中，對象以及謂詞，亦即對此對象的規定，兩者

                                                 
62 MFL, p.111 
63 P, p.340 
64 MFL, pp.111-112 
65 MFL, 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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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關係是等同的，然而，海德格認為對於真理的這種規定是衍生性的

(derivative)，也就是說，「命題的真理」(propositional truth)還可再追溯到更根本

的源頭，亦即無蔽狀態，海德格稱之為「存在狀態上的真理」(ontical truth)，亦

即存有者「前謂詞的敞開狀態」(prepredicative manifestness of being)，隨著不同

的存有者而有不同的敞開狀態，例如事物的敞開狀態稱為「被揭示狀態」

(discoveredness)，而此有的敞開狀態則稱為「展開狀態」(discloseness)，海德格

強調如果我們不受存有領會的引導，那麼事物便無法達到敞開狀態，換言之，存

有的展開狀態使存有者的敞開狀態可能，前者則稱為「存有論上的真理」

(ontological truth)。如果此有藉由領會而對存有者有所作為，並進而區分存有和

存有者，那麼，存有論區別的可能性根據在於此有生存的本質，海德格稱存有論

區別的根據為此有的超越。如果我們將此有對存有者的行事，視為此有的意識活

動和事物之間的意向性關係，那麼，意向性基於超越才可能，關於根據的本質問

題最後落在超越問題之領域，由此，根據問題涉及存有問題，因此，海德格從邏

輯的中心論題-陳述的真理，一路追溯至其本源存有論的真理，將邏輯的中心論

題回歸到根據的形上學問題-超越的問題，探討存有的領會如何使意向性關係成

為可能，此有如何解釋事物的存有，根據的本質在於存有的領會66。 

海德格對傳統真理觀的討論，首先先破除主體和事物之間的表象關係，將陳

述的可能性歸諸於主體的主體性，然而，這並不表示海德格取消了對象性，而將

認識的可能歸諸於主體性，海德格所要改革的正是以主體意識出發思索對象的思

維習慣，那麼，我們為何說海德格將陳述的內在可能性歸諸於主體性？理由在

於，在海德格的思想中，有別於一般對主體性概念之見解，海德格從真理的本質

-自由(freedom)來解釋「自身」(selfhood)，無論是事物與事物之間關係的陳述，

還是事物和概念之間關係的表象，亦或概念與概念之間命題的表述，皆源自於此

有受事物之敞開狀態的牽引而自由地向之開放的狀態。 

海德格認為傳統真理觀雖未觸及真理的本質，卻可作為探索真理本質的起

點，因此，深入解釋命題的結構有助於真理本質的探討，首先我們必須確定命題

本身為何？海德格指出命題直接呈現的是所表述的東西，最初被給予的東西，我

們總是已經處身於圍繞著我們的存有者之中，總是與存有者有所關聯，對於存有

者的領會使我們能對之作出陳述，亦即唯有先行揭示了存有者，陳述才可能，揭

示才是真理最初的意涵，因此，並非陳述使此有和存有者之間形成關係，而是這

種先在的關係使陳述可能。海德格分別以揭示狀態和展開狀態指稱對於不同存有

者之存有的揭示，前者指對事物的發現，後者則特別指對此有的存有之揭示。 

 此外陳述作為「傳達的規定之顯示」，本具有揭示的特質，陳述揭示的方式

                                                 
66 ER, pp.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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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前文所言之發現以及展開，因此，陳述最原初的意涵還可追溯到真理的本質，

這種真理的規定在古希臘已有跡可循，例如，柏拉圖所言之 logos 的作用即「表

露」(making plain)，亞里斯多德所言之「將某事物從隱匿狀態拉出來，使之顯露」
67。揭示是此有的存在方式，是由此有的生存而來，換言之，只要此有存在，就

有真理，此有即真理，此有在真理中生存。存有者總是與被揭示的世界一起被揭

示，現存事物的發現基於此有總是已經處身於被展開的世界，生存著的此有總是

領會著世界，而此有本身隨著世界的展開一起同時被揭示。此有的自行展開以及

自行領會最初且通常是通過被發現的事物而來的，此有的展開和世內存有者的被

發現是一起的。 

 真理的本質是揭示，而揭示是自我(ego)的活動，那麼，真理是主觀的東西

嗎？如果我們適當地理解主體的話，真理可謂主體的揭示活動，真理不在於事

物，而是在於此有，在於主體的領會活動，領會不能被理解為意識活動或思想，

領會的結構是受作為揭示的真理所規定的，因此，思想作為人的活動是處於可能

性之中，即作為揭示，適當地或不適當地與既與的存有者遭遇的可能性。陳述的

真理在於此有的領會之生存論結構，因為，陳述本來是此有的活動，而生存著的

此有是受真理所決定的。既然此有作為揭示活動，那麼，就總是有被揭示的東西

與之一道存在，此有作為在世存有，總是已經和某些存有者一起存在，這些存有

者和此有的意向結構相連結，因此，揭示活動乃至於其他意向活動都包含存有的

領會，即對揭示活動所關聯的東西之存有的領會。 

 在揭示活動的陳述中，此有受被揭示的事物的先行領會所引導，揭示活動的

意向關係具有被揭示的特質，如果我們將為真和揭示活動等同，如果揭示活動在

其內在意向性上與被揭示的東西相關連，那麼，真理的本質環節同時包含揭示活

動以及被揭示的東西，真理和為真作為揭示狀態和揭示活動具有此有的存在樣

態，因此，亞里斯多德所說的話可更深切地理解如下：真理不是任何現存事物而

是生存，真理存在於此有和事物之間68。 

 真理作為揭示活動和被揭示狀態歸屬於此有，「真理生存著」(truth exists)，

真理具有此有的存在樣態且此有本質上是超越的，因此，真理也是在世界中被遭

遇的存有者的可能規定，真理一方面是此有的生存，是超越，另一方面是被揭示

狀態的佔有，是對事物的確定。 

 存有者的存有如何能通過被揭示狀態而被規定，存有和真理本質上如何互相

關聯？如果現存事物的存有獨立於此有而存在，那麼，它如何藉由揭示狀態而得

到規定？是存有的領會使存有得以被接近，又存有的領會歸屬於此有的生存，由

此顯示出此有在存有論上的優先性，無怪乎哲學對自然存有的探究逐漸轉向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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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心靈和靈魂的探究，因此，對於此有的準備性分析，提供了進一步探究存有

者之存有以及各個不同領域的存有者之基礎，此有之準備性分析即基礎存有論。 

根據的本質不在於陳述，而是在於真理，真理的可能在於存有的領會，存有

的領會即是超越，亦即時間的出離(ecstatic)所開啟的視域。根據的原初現象為「緣

何之故」(for the sake of)，根據的根源為「為根據的自由」(freedom for grounds)。

「緣何之故」是世界的特質，在自由中的「世界-投射」(world-projection)正是存

有領會的時間化。如果根據作為「緣何之故」是世界的特質，而世界作為在存有

的領會中被領會的存有，再則，如果存有為存有者建立的「世界-窗口」

(world-entry)69，也就是讓存有者作為存有者而被理解，那麼根據本質上隸屬於存

有。 

海德格通過 logos 作為陳述的意涵之探究，將邏輯的問題涉及判斷理論，從

命題結構的分析將判斷理論歸諸於真理的問題，繼而由真理本質的探究，進一步

將真理和根據問題相繫，邏輯的中心論題由此落在根據的形上學問題，再則，形

上學的基本問題為存有的領會，因此，邏輯、判斷、真理、根據最終指向存有領

會的問題。本論文第二章將更深入地探討意向性結構如何根植於存有的領會以及

原初的超越現象之問題。  

依據亞里斯多德對於哲學的定義，哲學力求理解存有者本身，根據我們的觀

察和反省，我們發現，我們所能親見耳聞的是自然事物、技術產物等具體存在著

的東西，但是我們從未看見、聽見所謂的「存有」，那麼，哲學作為存有論(ontology)

探究存有的學問(logos)，力求對存有進行概念上的建構，這個任務似乎是不可能

的，就哲學探究的目標在於存有之意義而言，現成事物並非此探究之對象，個別

存有者並非存有本身，存有本身既不屬具體的存在，就此而言，哲學所探討的是

「無」(Nicht)，也就是海德格在《形上學導論》中反覆強調的形上學基本問題：

「為什麼是有而不是無70」？ 

然而，哲學沉思必須以存有者為對象，尋找存有者存在的根據，為事物的存

在提出問題，探尋其存在的可能性，並致力於超越有限的對象和內容，以探求先

行於個別存有者並使其成為可能的根據，在海德格看來，我們首先認識的是「有

某某東西存在」，至於這個「有」本身為何，我們最多只知道「有存有」(there is 

being)71，所謂的認識並非理性認知的能力，而是海德格思想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為存有的領會，存有問題源自於我們對於存有的領會，而後者又是此有之基本生

存特徵。存有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作為海德格思想之所關注，從古希臘早期的

                                                 
69 MFL, pp.193-195 
70 IM, pp.1-2,p.22, pp.28-29 
71 Heidegger, Martin (1972), On Time and Being, translated by Joan Stambaugh, New York: Haper & 
Row,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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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s，經巴曼尼德思的 noein、柏拉圖的 eidos、亞里斯多德的 ousia，逐漸轉從

對於自然事物的存有問題轉移到對思想、靈魂以及主體性的探究，人的存有問題

-無論是以意識、主體性或者生存之形式呈現-成了存有問題的中心論題。正如海

德格所言，只要人生存著，就已經對存有有所領會，並以此而成為哲學研究之課

題。 

 
 
 
 
 
 
 
 
 
 
 
 
 
 
 
 
 
 
 
 
 
 
 
 
 
 
 
 
 


